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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泉源森

世界互聯網烏鎮峰會 寫電子書
現 在 世 界 高 科 技 發 展

神速，一日千里，我們每天
接觸的是手機、電腦、電訊
所傳播的訊息，而金錢的運
作、紙幣、硬幣的交易已變
成歷史的陳跡，而所謂金錢
的交易，亦已剩為一大堆的

數據，出入口是以信用狀來清還。買東西是
靠信用卡或現金卡，根本沒有紙幣的用途。
攜帶紙幣已變成歷史的演變而被取代。一張
塑膠卡的裏面隱藏了很多的玄機，歹徒為非
作歹所採取的手段亦跟時代的進步而改變，
所以我們身體上所擁有的資料在卡片中全部
被記錄。歹徒們就以各種的科技來盜取你身
上的塑膠卡，瞬間你的財富或會無翼而非，
科學的進步帶給我們很多方便，我們務要倍
加小心為懷。

根據報稱，為期三天的2022年世界互聯
網大會烏鎮峰會十一月九日在浙江烏鎮拉開
帷幕，來自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100
多位嘉賓，圍繞“共建網路世界，共創數字
未來，攜手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這一
主題展開交流。

IBM是馳名世界的電腦集團公司，其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阿爾溫德·克里希納表
示，“我相信，創新、信任與合作將確保我
們能夠一起克服困難，砥礪前行。為中國與
世界創造更加穩定和繁榮的未來。”恩科·
英特爾、思愛普等全球互聯網巨頭企業也紛
紛發出盼與中國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的強烈
願望。

思科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卓克對中
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認為，隨著中國向
高質並發展的目標不斷邁進，並運用科技變
革疫情後的世界，中國市場將繼續創造激動
人心的重大機遇，因此思科將繼續深耕中國
市場，投資中國的數字經濟和可持續發展，
支持中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尤其是中小

企業，它們具有巨大潛力，有望成為經濟增
長的驅動力。

三十多年來，英特爾和中國一直保持
著長期合作關係，構建並塑造數字世界。通
過超過130億美元的投資和11000多名出色的
中國員工共同努力，成功打造了促進産業和
經濟增長的數字基礎設施。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
在烏鎮峰會期間表示：美國企業一直致力於
與不斷發展的中國經濟一起成長。我們期待
加強與中國政府和中國工商界的接觸和對
話，一起擁抱我們共同的數字未來。

另一方面，中國網路空間研究院在浙
江烏鎮發佈“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和
“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據報
告顯示，經過全球48個國家和地區的互聯網
發展情況進行客觀、準確評估，今年排名前
十名的國家分別為：美國、中國、德國、瑞
典、荷蘭、韓國、英國、加拿大、芬蘭和丹
麥。

據中國網路空間研究院副院長李穎表
示，從總體上看，數字技術創新仍然是全球
戰略重點，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145個國
家和地區的487家運營商已投資5G網路，固
定寬帶網路邁入千兆時代，衛生互聯網成為
全球競爭的焦點。

在疫情影響下，數字經濟為全球經濟
增長注入了新動能，數字流媒體發展勢頭迅
猛，平台競爭社交媒體變成為國際輿論博弈
的主戰場。

如此看來，世界互聯網發展指數，中
國已經超越德國緊追美國，來日領導世界互
聯網的市場屈指可算，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
可以說是後來居上，難怪拜登在國際的博弈
競爭之中，處處要打壓中國，但我中國在偉
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領導之下，突破一
切的難關，還是繼續地邁進，前途一片光
明。

最近迷上了寫電子書，
一本接一本的寫，在四個月
裡，寫了將近十本；內容包
羅萬有：天文地理、政治時
事、經濟貿易、國防科技、
金融投資、藥物衛生、詩詞
歌賦 、琴棋書畫、醫卜星相

等，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甚至
是風花雪月，明星八卦也寫，寫完後試給
朋友們閱讀。

朋友們都說我一定是查了很多資料，
其實這些都是來自腦海裡的記憶；筆者對
什麼都有興趣，涉獵很廣，尤其是對各個
國家的風土人情、 語言習俗都有點瞭解。

雖不敢說自己是活的百科全書，但
總算是比別人知道多了那麼一點；而且對
事務有獨到見解，不寫出來不痛快，這些
東西是從網絡上所查不到的，絕非人云亦
云，完全是拾人牙慧。

寫文章總要一針見血，言簡意賅，最
忌拖拖拉拉，寫了一大堆的長篇大論，又
是廢話連篇，東家長西家短的。 尤其要
立論公正，但求問心無愧，不能淪為跟屁
精、應聲蟲，專門寫些拍馬屁的文章，為
某方面做宣傳，我寧願不寫。

都說會寫文章的人，絕非有錢人；
有學問的人，他看不起經商者；所謂士、

農、工、商者，商是擺在最後頭的；而那
些有銅臭味的商人，也看不起讀書人、知
識分子。

如何做到既會賺錢，又有學問、會寫
文呢？ 其實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今天人人
都上大學，企業家不是很多都是真正的博
士，而兼職做大學教授嗎？ 正所謂學術
與財富兼備的人比比皆是，還做些慈善活
動，社會上通常稱呼這種人叫儒商。

一本電子書我自己創作、自己編排、
自己設計，一、兩個禮拜便可完成，簡單
便利，又不用花多少錢，隨時都可以印幾
百本，甚至幾千本，有著手機和電腦隨時
都可以送達。

至於我寫文章大概一、兩個小時就
能完成一篇，不用查資料，思潮如泉湧而
來，主要是花在打字上；因為以前用倉
頡、打電腦更快，現在用一個手指打拼
音，不太習慣；弄好後再換成pdf或epub
版，一本電子書就完成了。

今天我寫的電子書，已在台灣PUBU書
城的網站上公開發售了，今後還會陸陸續
續地，在讀墨、Kobo、Ebay 與Amazon等網
上發表和銷售，面對全球讀者，也感謝讀
者們的喜愛與支持；我已決定將所有銷售
所得，悉數捐贈給菲律賓失明人士資源協
會(Resources For The Blinds, Inc.)。

醺人

《西江月 • 文事今古》
——有贈楚語兄——

                             楚語文風行位，閩人鼎級週知。
                             蔡京柳永弄潮兒，古往今來皆是。

                             不管豪情逸緻，無分巧勁靈思。
                             爭棋鬥酒譜詩詞，自小修成本事！

  [後記]
楚語兄是我契友，論交情深淺，只有一句話：連生命都敢託交給他保管。
楚兄多才多藝：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士農工商，行行拿手；更兼酒量驚人（從未見

他醉倒，發生之前他會「消失不見」）！
楚兄多年前縱橫文壇，後忙於商務，擱筆一段時間，友儕莫不婉惜。近更幟復出，老

頑童欣喜若狂，且運用雙關語填小詞，既論文事，又贈摯友，更響應醺老醉貓一連串熱烈
歡迎歸隊措施，一舉三得，不亦樂乎。

有鑑今番復出易幟，必有其因，老頑童不明文指出前號。知者自知，不知者緣慳活
該。

鍾藝

菲華文壇的「精衛鳥」
阿得

從中文的式微說起
近 年 來， 社 會 的 華文

教師似乎已漸被認同，尊
師金及華教金的捐款，已達
近菲幣八千萬的關口，令人
鼓舞，然而，華人子弟對於
華文的認同，依然是如此的
微不足道。相同地在香港這

華人聚居的地方，也漸漸放棄對華文的認
同。原本以中文為重的「中文大學」也變
了心，成為英語的俘虜。現在香港竟有倡
設「中文文化中學」的設想，可謂天真亦
可愛。在菲國的華文盤地，不斷地萎縮，
使我們這群老頭深感不是滋味。中國台灣
政府亦曾於上世紀支持菲國華文教育三十
多年。現在他們對菲國的華文教育早已冷
眼。其實，最無辜的是華人社團。一味只
知付錢捐錢，卻找不到鼓勵學生學習華文
的原動力。這責任該歸咎華文工作者。在
家都在埋怨學校的學費昂貴，轉而去公立
學校就學。我以微言，敢向有關當局提些
建言。

一、由中國大使館配合統一考試。成
績合格者，可得一證書及獎金（不要太寒
酸）。同時該證書得到中國方面承認，可
作求職用途，但要防假證書的偽造。

二、在考試中合格學生的教師，才有
資格享有華社的醫療補助。一班學生合格
必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三、若考試成績合格率成績超過百
分之八十，教師可得另外的獎金，以示表
彰。（現在給教師的獎金，不考慮成績，
因此要很多錢。）

以上三點是我對駐菲大使館的建言，

而我曾在二十多年來的專欄，曾多次建言
華社製作VCD或DVD影片，讓一些有意
學華語的人可以在家自學，同樣可以參加
「華文統一考試」這種考試最好分成十
級，也可以在文憑之中見到學員的華文水
準在初級還是高級。用影片自學的課程要
說明其在十級之內屬哪一級。以前我們蘇
浙小學之成名，就是因為在公開考試之中
常有佳績，在我的估量，華社對於教育的
捐款及將不少於菲幣一億。這是包括各宗
親會的教育奉捐。如我所說製作影碟，一
件也大約只要菲幣30元。30萬就可以拷貝
COPY一萬張，是最省錢的教育方法，我
有親人想要孩子學中文，還把孩子送到台
灣，用掉百多萬。

鍾藝在他的書中，歎息著寫文給誰
看，我卻認為，寫文不是為了發洩無聊的
情緒，而是要表彰人生的融和與美妙，一
些華文傳媒除了整天在抹黑美國，便沒有
其他題材，真的找鬼來看。不要去仇視任
何國家，尤其是在親美的菲律濱。要讓中
國孩子，有多一些善良無仇的心胸。才是
推廣華文教育的造詣。又說說香港，雖然
在英國殖民之下統治了一百五十年。而香
港人的華文基礎竟然比中國大陸的好。在
中國大陸有好水平的華文基礎，仍屬少數
族。也許只是我的偏見，很多鄉村長大
的人，水平只有小學之級別。和我阿得相
同，十分丟臉。華文教育者該好好討論如
何運用每年幾千萬的捐款。才不辜負大家
對他們的期待。如何讓孩子有學華文的企
圖，才能廣益於對華文的推廣。人的榮
譽，不單止於吃飯和拍照。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閱完十一月十八日世
界日報•小廣場版上的文友
蕉椰先生的大作《發掘珍貴
文史資料》，筆者的腦海驀
然湧現出兩個中國古典文學
的神話故事：「精衛填海」
和「愚公移山」。

「精衛填海」出自古籍《山海經》。
傳說：遠古的時候，神農氏家，有一個聰
明、美麗、勇敢的女兒，名叫女娃。有一
天，女娃獨自一個人駕著小船到東海去遊
玩，本來風平浪靜的海面上突然起了風
暴，洶湧而來的海浪像座大山一樣衝向小
船，女娃被吞沒在無邊的海洋裏，再也沒
有回來了。後來，滿腹冤屈的女娃的魂靈
變成一隻小鳥，人們稱這種小鳥為「精
衛」。精衛長著花腦袋，白色的嘴巴，火
紅的腳爪，身體的形狀有點像烏鴉。它居
住在發鳩山上的枯樹林中。精衛常常鳴叫
著，悲嘯著，呼喚著自己的名字，向人們
傾訴著心中的不平，並且每天都從西山銜
一粒石子，或是一段小樹枝，展翅高飛，
一直飛到東海。她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飛
翔著，把石子或樹枝投下去，想把浩瀚無
邊的大海填平。

就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精
衛毫不畏懼，去而復來，不斷地銜來西山
的石子或樹枝投進大海，誓把大海填平。
成年累月，直到今天，精衛還在做這種工
作。

小女娃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但是，
她的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更令人欽佩。

我之把蕉椰先生與精衛鳥聯想在一
起，緣由長期以來，蕉椰先生像精衛鳥一
樣意志堅定幹著一件艱巨的吃力不討好的
工作——想在千島之國與神州大地，與亞
洲各國，乃至五洲四海的列國之間搭建起
一座座友誼和文化交流之橋。他不只是想
在千島之國宏揚中華文化而已。要做好這
份工作，非具有「愚公移山」和「精衛填
海」的精神不可。

同在菲華文壇上，蕉椰先生很早就

引起我的注意，風華正茂，才華超卓，他
的新詩清新脫俗，他的散文煥發著佛教哲
理，還有一顆熱愛中華文化的熱熾之心。
他不僅勤於寫作，還義務性地主編過不少
刊物和文學園地。正如他在《發掘珍貴文
史資料》中所透露：曾執編過《薪傳》副
刊，現在主編《星海副刊》和《詩菲華》
詩刊。此外，相信還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
的。

寫作與編輯是兩碼事。寫作，是屬
於個人的事，成敗與他無關。清代詩人李
漁說：「立主腦」（《閑情偶寄》）；宋
代詩詞大家蘇軾也說：「文以達吾心」
（《書朱象先畫後》）；西班牙作家塞萬
提則說：「筆乃心靈之舌」（《堂吉訶
德》）。編輯，卻好比裁縫之「為他人做
衣裳」，一個優秀的編輯肯定是位「伯
樂」。

做為一位編輯，在推介菲華文學方
面，蕉椰先生是傾盡心力的，他千方百計
通過各種渠道把菲華作品推介出去，甚至
好心不得好報，遭人攻擊，也不放棄。另
一方面，他又利用網絡四方搜索，廣結文
緣，把域外的優秀文學作品引介入菲華，
大大地提高了菲華的創作水平。

在與國外的政府文化機構、院校、
圖書館、文藝社團、作家、學者等的聯繫
方面，蕉椰先生有其得天獨厚的一面。今
回，筆者出版拙著《書海揚帆》並在大陸
首先發行，就深有感受。起碼，筆者個人
也辦不到。

俗語說：「各花入各眼」。對於菲華
文壇，「圈中人」各有各的看法。然而，
在蕉椰先生的心目中，卻是一片光明，充
滿希望。

他在大作《銘記菲華文壇耕耘者的奉
獻》中說：「正是許許多多的文壇義士、
志工、園丁、農夫、耕耘者的揮汗付出，
才積累並成就了菲華文學的百花園。我們
感恩所有人的奉獻，我們銘記大家的努
力！更期待共同續譜菲華文壇新時代的新
篇章！」

香港仔

勇敢外闖 機會在前
工聯會昨日公布一項於

上月底至今月初在內地和香
港進行的調查顯示，近95%
的內地港青滿意內地灣區城
市工作及生活，薪酬水平仍
是主要關注點。這一結果與
多個機構分別進行的調查結

論大致脗合，當中包括團結香港基金與港大
和中大合作於今年初就2,500名長期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工作港人的調查。事實上，香港
本是大灣區一部分，這些調查反映出來的趨
勢既是情理之中，也在預料之中。

工聯會這次調查的樣本不大，受訪內
地港青有161人，在港青年59人。由於工聯
會長期為港人到內地生活和工作提供不少
協助和便利，例如該會轄下的職業再訓練中
心現時提供的19項工種考核發放的職業技能
等級證書，獲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認
可，令港人赴內地發展省卻不少麻煩，因而
其進行調查得到的滿意度較高，並不令人意
外。

香港地小人多，產業有限，港人一向
都是透過擁抱全球機會「吃四方飯」。全球

經濟一體化下，內地發展迅速，行業齊全，
職業機會眾多，投身內地尋找心儀機遇、實
現自我價值實屬理所當然。統計處2019年初
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約26.6萬人有興趣到
內地大灣區城市工作和生活。香港廣東青
年總會去年12月至今年1月調查發現，願意
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港青達44%，較
2020年的22%及2018年的38%有明顯上升。

工聯會的最新調查可見，到內地工作
的薪酬待遇仍是港青最關注的因素之一。誠
然，內地大多數工作的起薪點只有數千元，
但生活成本遠低於香港，因而薪金的實際價
值並不遜於香港，更何況不少工作的加薪和
晉升機會較香港快。團結香港基金與港大及
中大的今年初的調查發現，逾半移居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港人對其生活狀況感到滿意，移
居內地後其社會經濟地位評分5.7，高於在
港時的4.6分；逾八成在內地發展的港人收
入較在港時更可觀。

但到內地發展仍有一些障礙需要特區
政府協調消除，讓未符合資格領取內地居住
證的港人能與內地各項公共服務無縫銜接，
例如銀行、醫療和企業註冊等。


